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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 年 7 月 8—10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上海市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博茨瓦纳大学联合主
办了“城市化进程与中非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博茨瓦纳以及国内的
城市化、都市文化研究以及中非关系研究方面的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本期内
容摘选了部分发言摘要及论文，以飨读者。 
 
 
 

博茨瓦纳的城市化 
 

An Evaluation of State-led Urbanisation Processes in Botswana 

Faustin Kalabamu & Nnyaladzi Tema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Botswa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nalyse the strength,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presented by Botswana’s state-led urbanisation processes. It argues that, since 
attainment of independence, the pace, nature and magnitudes of urbanisation trends in 
Botswana have been directly influenced by state policies, programmes and monetary 
expenditure on social, economic and line infrastructure. This has in turn determined 
both migration trends and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s. Initially state efforts focused at 
establishing new towns and later at major villages, notably former chiefs’ capitals and 
peri-urban dormitory towns.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 role of the state has all along 
been that of provider. The state acquired and provided land for urban development; 
financed and built houses for almost all city dwellers; and provided education, health, 
water, sanitation and other facilities at minimal cost to the beneficiaries. However, 
since the mid 1990s the state has attempted to transform its role – from being a 
provider to being a facilitator. While the state-led urbanisation processes may have 
improved and guaranteed a relatively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towns and cities, it may 
also be blamed for creating rural-urban inequalities, increasi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bove all, creating a culture of entitlement and dependence on the state. The 
paper will explo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state’s recent drive to 
re-define its role and pass the burden of urban development to individual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t is based authors’ previous and on-going studies on urbanisation in 
Botswana.  

 
 

System and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in Bots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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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kela K. Minyoi（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Botswana） 

 

Abstract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typically incorporating the preparation 

of development plans and regulatory procedures for controlling development of land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plans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many decades in most, if 
not all countries. While the rationale for public sector intervention in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s valid, however the approach used has been found to be wanting in 
many aspects.  

It is in this light that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se the approach of urban planning in 
Botswana, particularly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of pla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of pla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Botswana is falling far short of meeting urban development 
objectives, because using only top-down legal instruments and set of standards is not 
entirely effective in guid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us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in 
Botswana has become marginalised in action.  

Consequently, change is needed if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is to make a more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Thu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the way development plans are produced,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how they are 
used in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decision-making.  

 
 

Re-thinking Urbanisation Process in Botswana 

Chadzimula O. Molebatsi（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Botswana） 

 

Abstract 
 
Currently, domina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ose founded on liberal pluralistic thinking that celebrates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hose interests are to be 
respected. Under this paradigm, urbanization is viewed positively and regarded a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argued that this is a shift from what has been an 
overly negative view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which urbanization was viewed as 
a source of numerous developmental problems and a process that had to be contained. 
Viewed from a liberal pluralist perspective much as generating challeng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Consequently call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 players and the 
unique role that each one of them can play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So persuasive 
is the liberal pluralist argument that it has found its way into the policies of leading 
development partners,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most notabl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related agencies. Liberal pluralist interpretations do not provide adequate 
explanation for rapid urbanizations and its attendant challenges such as growing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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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ie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Liberal-plural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Botswana’s 
development debate. Tracing the history of urbanization in Botswana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limits of liberal-pluralist interpretations of urbanization and resultant 
policy interventions. 

 
 

The Impact of Urbanisation-Induced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 on 

Household Welfare in Tlokweng 

Benjamin Bolaane（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Botswana） 

 

Abstract 
 
There is some consensus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urbanis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a strong view that urbanization of any form places new demands 
on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often resulting in its upgrading or providing new ones. Apart 
from the establishe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t appears there is common understanding that access to infrastructure in 
general can contribut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such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even generate more demand for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these linkages, the government of Botswana embarked on maj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urbanising villages such as the Major Village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 But the vexing question is; how does the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beneficiar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nk between speci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improved household welfare using 
the peri-urban village of Tlokweng as a case study. The study used a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administered to a sample of 100 households randomly selected with 50 
in the unplanned and 50 in the planned areas of the Tlokweng. The study found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of access to the provided infrastructure 
mainly as a result of unaffordable initial connection costs, those households who had 
access realised improved livelihood. In particular, households reported that having 
access to electricity and waterborne sewerage has enabled them to charge higher 
prices for houses they rent out, hence increasing their earning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f barriers to infrastructure access could be adequately addressed, improved 
household welfare could be realised by providing infrastructure in urbanizing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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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城市化：中非合作的新机遇 
张忠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来看，非洲城市化起步比较晚，但它的发展速度

很快。经济全球化、非洲人口爆炸以及频繁的战乱是推动非洲城市化快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对于非洲城市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病”方面，即

非洲城市化因超越其现代化进程而暴露出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就业严重不

足，贫民窟盛行，城市基本服务非常欠缺等等。但是，本文认为，非洲城市化既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难得机遇：城市化为非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了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城市化推动地价快速上涨，加快财富积累；城市化为非洲的

生产和消费提供极大的商机。在中非合作大发展的背景下，非洲城市化为中非合

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中非深化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可以利

用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将交流城市化经验、应对

城市化的挑战作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非洲城市化、机遇、挑战、中非合作 

 

 

Urbanization in Africa: A new opportunity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Zhang Zhongxiang(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Compare with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world, African urbanization started late, 

but it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frican urban population is growing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more than 4 percent, the highest of any world region.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reasons to push Africa urbanization growing fast: globalization and African 
population explosion and frequent conflicts in African continent. Not only African 
urbanization is challenges, but also it is opportunit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urban population currently lives under slum conditions. African 
urbanization also is a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example it has preparing lot of 
labors, it has increasing land prices, it has supply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produce and 
consume. African urbanization also is a new opportunity which will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hina and Africa countries 
could exchange experi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deal with challenges of urbanization, 
through FOCAC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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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 Africa;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来看，非洲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晚，但它的推进速度

很快。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非洲城市化正在加速进行当中，这种势头并将持续

一段时间。对于非洲城市化，学术界讨论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城市病”方面，

即非洲城市化超越其现代化进程而暴露出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就业严重不

足，贫民窟盛行，城市基本服务的非常欠缺等等。但是，本文认为，非洲城市化

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难得机遇，而且也是深化中非合作的新机遇。 

 

 

一、非洲城市化的必然性 

 

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

程中具有普遍性。在世界各大洲中，非洲城市化起步比较迟，但是它发展很快，

并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非洲仍将保持快速城市化的发展态势。 

非洲大陆与其他地区一样，很早就出现了城市，埃及的古代城市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 3000 年。曾经与古罗马长期争霸的迦太基是奴隶制时代的著名城邦，距

离今天有 2000 至 3000 年的历史。中世纪时东非有斯瓦希里文明的城邦，如索马

里的摩加迪沙、肯尼亚的蒙巴萨、马林迪等；西非有豪萨文明的城邦，如尼日利

亚的卡诺、卡齐纳等。伴随着撒哈拉商道的兴起，在撒哈拉沙漠的绿洲地带出现

了一系列的商业城市，如今天马里共和国境内的廷巴克图、杰内等。还有一些非

洲王国的首都，也是非洲本土城市的一部分，如津巴布韦境内著名的大津巴布韦

遗址，原是绍纳人建立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首都。 

非洲城市化有很深的殖民统治的痕迹。今天非洲的大城市很多是殖民统治时

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非洲本土传统城市很多已经衰落，如大津巴布韦遗址等。

今天非洲有的城市是由原来欧洲殖民者在沿海建立的货栈和关押奴隶的城堡发

展起来的，有的是殖民地首府和矿业中心或种植园中心。达喀尔、雅温得、亚的

斯亚贝巴、金沙萨、达累斯萨拉姆、内罗毕、约翰内斯堡、金伯利等都是这种类

型的城市。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非洲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1900 年的非洲城市

化率约为 5%，1950 年为 14.7%，2000 年增加到 37.2%，2010 年为 40%。20 世纪

下半叶，非洲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内罗毕、金沙萨和达累斯萨拉姆

的规模扩大了 7倍，开罗的人口翻了两番，拉各斯的人口约有 1000 万。从 2000

年到 2030 年，非洲城市人口将由 2.94 亿增加到 7.42 亿，增长 152%，同期亚洲

城市人口将增长 94%，拉丁美洲将增长 55%。 

 

城市化率（%）                                                 

                      2010 年              2050 年 

世界平均              50.6                 70 

发展中国家            45.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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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40                   61.8 

   北部非洲           52                   72 

   撒哈拉以南非洲     37.3                 60.5 

   东部非洲           23.7                 47.6 

   南部非洲           58.8                 77.6 

   西部非洲           44.6                 68                  
Sourc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研究非洲城市化的学者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20 世纪中叶以来，非洲

城市化进程正在快速地进行，“非洲人口城市化进程最显著的特点是速度快”
①2005 至 2010 年非洲城市化年均增长率为 3.3%，增长幅度居世界首位，在今后

15 年仍将保持这一水平。 

非洲城市化既有共性，又有它的特殊性。就共同方面而言，城市化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趋势，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必然产物。只是有的地方起步早一

些，有的地方起步晚一些。比如，今天非洲城市化比例为 40%，拉丁美洲在 60

年前的 1950 年就达到这一程度。城市也意味着有更为的机会，在农村经济凋敝

的情况下，人们常常到城市寻求机会，这也是世界所共同的。当然，非洲城市化

发展这么快有它自己本身的原因。 

首先，非洲人口爆炸是推动非洲城市化的重要原因。非洲城市化的发展与非

洲人口的膨胀几乎是同步的。由于殖民入侵，尤其是长达 400 多年的奴隶贸易，

使得非洲损失了高达 2.1 亿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同时也是人口繁殖的主力军。因

此，非洲人口长期在 1亿人左右徘徊。1650 年非洲人口为 1亿，至 1850 年仍然

维持这个水平。进入 20 世纪以后，尤其非洲国家独立之后，非洲人口的增长进

入了快车道，由 1900 的年 1.41 亿增加到 1960 年的 2.78 亿,直至 2010 年突破

10 亿。非洲人口在 100 余年的时间里由 1亿多增加到 10 亿，增长了 7倍，这在

其他洲是没有过的，所以，非洲城市化进程列世界之首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非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

几乎是同步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全球范围的，但是对各地的具体影响是不同

的，对非洲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多一些，因为，非洲在世界

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非洲主要是农业国，然而，粮食供应不足，需要大量进口，

非洲农民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非洲主要是分散的小农，缺乏资金

和技术，基本靠天吃饭，无法同发达国家的农场主竞争，后者还得到大量的农业

补贴。农村人口的激增，产品又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所以，非洲农村

趋于凋敝，农村人口纷纷涌到城市寻找新的机会。 

第三，冲突和战乱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20 世纪下半叶发生冲突和战

乱最多的大陆是非洲。从战争类型来看有边界战争，如埃厄战争；有内战，如苏

丹内战、刚果（金）内战、索马里内战；还有独立战争，如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非洲的战争大都与殖民统治有关联，欧洲殖民者在历史上人为地划定非洲殖民地

的边界，造成了许多跨界民族，为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冲突埋下了祸根。还有，欧

洲殖民者在非洲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激化非洲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为后来非洲

国家的稳定造成隐患。苏丹内战长达 20 多年，死亡 200 多万，刚果（金）内战

后来演化为非洲的世界大战，死亡 400 多万。索马里的战乱从 1990 年开始，到

今天商未结束。战争自然产生大量的难民，他们也一般逃难到城市，成为城市贫

                                                        
① 舒运国：《非洲城市化剖析》，《西亚非洲》1994 年第 1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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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洲城市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在城市一般比乡村更容易接受良好的教育

体，尤其是高等教育，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有更完整的服务设施。此外，

对大多数非洲人来说，进入城市后就远离了原先的村社，当然他们还可以回去，

尤其是发财后可以衣锦还乡，但毕竟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变得淡薄，如同中世纪欧

洲农民进入城市，当时所言，“城市让人自由”。尽管城市存在种种问题，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存在的问题更多，但城市毕竟给人带来希望，2010 年上

海世界博览会以“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充分展示城市巨大的发展潜

力。 

城市化在非洲走现代化的前面，西方有的学者对非洲城市化快速发展评价

不高，“非洲城市爆炸应被看成相对贫困和依附性越来越严重的标志，而不是繁

荣与发展的标志。”这是因为，非洲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发展经常是负增长，

号称是“失去的十年”，非洲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是下降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

在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推动下，非洲经济好转，国际地位提升，这时，学术界

对非洲城市化的评价发生改变，认为非洲城市化是一个“极大的商机”。 

首先，城市化为非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非洲大

量人口因为种种原因迁徙到城市以后，实现了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为非洲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的非常丰富的劳动力，只是现在非洲经济的发展水平尚无法

吸收如此大量的劳动力，造成就业不足。这一过程，在欧洲的历史上是充满暴力

和血腥的，如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在西方国家和有些新兴大国开始出现人口

老龄化，非洲拥有如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潜在的巨大优势之

一。 

其次，城市化推动地价快速上涨。如今非洲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有 30

多个，拉各斯的人口超过 1000 万，内罗毕人口有 300 多万。大量人口集聚到城

市后，需要大量的住房。尽管许多人买不起住房，只能在城市周围搭个蓬屋，但

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是购买住房的中间力量，现今，非洲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已

经超过印度，非洲城市的房价已经不菲，在非洲一套房子的价格是他们年平均收

入的 12.5 倍。高房价推动着城市地价的快速上升，促使非洲财富积累加快。 

再次，城市化促进非洲的生产和消费。大量人口集聚城市之后，对粮食、

蔬菜、肉类、服装等的需要上升，并带动这些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给非洲农牧渔

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城市还需要提供医疗、教育、通讯、电力、

自来水等公共服务，也创造着巨大的商机。 

当然，非洲的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不同步的，非洲“城市化进程快于现代化”

城市化的超前性带来许多问题，失业率高，基础设施落后，基本服务得不到保障。 

首先，就业严重不足。非洲城市化太快，经济发展跟不上，造成就业严重不

足，许多人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买不起住房，也租不起房子，只

能生活在简陋的贫民窟里。72%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基

贝拉（Kibera）——东非最大的贫民窟，离内罗毕 5 分钟车程，占地 2.2 平方公

里，生活 60—80 万人，那里基本的生活设施不完整，没有公共厕所，盛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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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厕所”。在非洲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的比例很高， “青年人口在非洲总人口

中大约占 35%，但占城市地区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 70%” 

其次，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一般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和

完善，由于非洲大陆只有南非完成了工业化，所以它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比如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充沛的电力供应以及发达的通讯事业，对于广大非洲国家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而言，从来没有完成过工业化，所以其基础设施仍

然十分落后，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据非盟统计，交通运输成

本占非洲内陆国家总生产成本的 20%到 4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 10%的比例。

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每年把非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降低了起码一个百分点。四分

之一的非洲人用不上电。非洲道路和出口路径的旅行时间比亚洲高两到三倍，从

而增加了贸易商品的价格。发电能力只达到南亚的一半。许多非洲国家的基础设

施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已经损毁，难以使用。有的非

洲国家因为长期的战乱，仅有的基础设施遭到极大的破坏，如安哥拉长达 27 年

的内战，索马里自 1991 以来的战乱至今尚未结束。此外，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碰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资金的短缺。据有关专家估计，当前非洲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每年至少达 250 亿美元。 

第三，基本服务严重短缺。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同时也

是最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除了少数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国家外，绝大多少非

洲国家严重依赖外援，自己无力进行城市基本服务的建设和投入，只能维持非常

低的水平。据统计 1/4 的非洲城市居民用不上电，超过 1/2 的非洲城市居民用不

上自来水。 

第四，管理方面的挑战。非洲城市缺乏规划，城市的发展顺其自然，很少有

整齐划一的道路系统。那些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就更谈不上规划了，那里道路狭窄，

连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都不具备。城市缺乏管理既有资金不足的原因，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又有人力资源方面的原因，缺乏这方面的管理人才。与此相类似的还有

人口控制方面成就甚微以及暴力活动猖獗等。非洲人口爆炸，与非洲婚姻习俗、

传统观念有关系，在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传统社会里，男子最多可以有

4名妻子，有的国家虽然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收效甚微。非洲许多城市

治安状况不佳，这当然与就业不足有关，同时又涉及管理能力，包括对小型武器

的管理乏力。 

 

 

三、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 

 

非洲的城市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联合国丹尼

尔·比奥认为，非洲城市化要取得成功需要满足四个基本要求：（1）基础设施要

发挥经济发展的支柱作用；（2）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如医疗保健、初等教育、饮

用水、环境卫生、公共交通和安全；（3）制定切实的城市战略和发展规划；（4）

解决好住房问题，包括提供土地和贷款帮助城市贫民自助建设更好的住房。 

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试图通过集体的力

量，加强非洲国家的合作来解决问题。至今，非洲国家已经召开了 5届城市峰会，

商讨破解非洲城市发展中碰到的难题。2003 年 12 月，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召开

的第 3届非洲城市峰会，商讨非洲大陆城市化及市民住房、水电供应等基本需求

 8



问题，为发展中的城镇改善基本服务制定明确的日程，通过了《若干建议和声明》，

指出：持久和平、经济发展和增强的政治透明度是解决非洲城市基本服务问题的

先决条件。2006 年 9 月 18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四届非洲城市峰会，

上千名来自非洲各国的城市市长就如何应对非洲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

战、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进行讨论。第 5 届非洲城市峰会于2009 年

12 月在摩洛哥,马拉哈什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策略 — 增加

就业推动当地可持续发展，会议着重就中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筑与旅游、发

展规划、遗产保护、自然环境等进行了讨论。 

非洲人口 10 亿，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1.6 万亿美元，单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城

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这需要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

力。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着传统友谊，今天中国与非洲正在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快速的发展阶段。在中

非合作大发展的背景下，非洲城市化为中非深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一届中

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国家减债 100 亿元人民币，为缓解非洲沉重的债务负担做了示

范和贡献；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最大的亮点是帮助非洲开发人力资源；第三届中

非合作论坛重点是扩大对非洲援助；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重点是与非洲一道抗

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都有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开辟新的合作领域。非洲城市需要解决粮食问题、

需要提供医疗、教育、通讯、电力、自来水等公共服务，这为中非在农业、基础

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解决非洲城市化存在的问

题方面，中国与非洲国家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事实上，中非合作在解决非洲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做出许多贡献。中国在非洲

修路、修机场、修港口，“50 多年来，中国共为非洲援建基础设施项目 519 个，

包括社会公共设施 375 个，经济基础设施 144 个。共建成铁路 2233 公里，公路

3391 公里，桥梁 10 座，体育场馆 78 万人座。” 2008 年 7 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报

告《搭建桥梁：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中不断增长的作用》，

充分肯定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贡献，指出中国承诺投资 33 亿美元做

十个水利项目，可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水利发电能力提高 30％，或者把装

机容量增加 6000 兆瓦。中国正在融资修复 1350 公里的铁路，并新建 1600 公里

跨地域的铁路线，对于非洲大陆现有的五万公里铁路网是一项重要贡献。中国为

阿布贾修轻轨道，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在约翰内斯堡修快轨道，为 2010 年南非

世界杯服务。此外，在医疗合作、农业合作、教育合作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 

当然，就非洲城市化中非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合作： 

可将相关合作内容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非合作论坛自 2000 年成立

以来已经召开了 4 届部长级会议和一届峰会，成为推动中非务实合作的重要平

台。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及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已经开始关注非洲社会发展的民生问题，中非合作论坛－

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 至 2012 年）规定：“今后 3 年内，中方将向非洲国

家提供 100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中

方将在各领域合作中鼓励和推动对非洲国家的技术转让，重点包括对非洲经济社

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饮用水、农业、清洁能源、卫生等领域的先进适用技术。”

这些基础设施、饮用水、卫生等问题往往与城市化相关联，包括中国帮助非洲国

家发展电信业也与城市化有关。今后，中非合作论坛可以明确将合作应对非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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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出现的问题作为中非合作的新领域，中国可以与非洲国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如人力资源培训方面可以增加城市规划方面的培训班。设立非洲棚户改造专项基

金，支持非洲国家治理贫民窟，当然这方面任务很重，可以选择若干个非洲城市

进行试点。 

中非分享城市化的经验。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成为中国

模式的一部分，其中有些具有中国的特色，非洲国家不容易学习，如计划生育、

户籍制度。中国对城市人口实现比较严格的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政策，在世

界上具有特殊性，非洲国家无法推行。但是，也有一些经验，非洲国家可以分享，

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大量富裕劳动力；发展小城镇，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加强城市规划，避免城市发展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保护传统

文化等。中国在城市旧区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非洲国家解决贫民窟任

重道远，在这方面中非可以交流经验。发展中国家居住恶劣是一个世界难题，根

据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将在 2020 年以前协助 1 亿多居住在贫民

区的人口改善生活条件。 

确定重点合作领域。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

系，科技水平和实力也有很大的提升。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

和“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非洲城市化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非洲国家大力发展诸如基础设施、

电信与互联网、供电供水、小区改造与治理贫民窟等，实现中非共赢。当然，中

国政府还应该增加援助，在教育、医疗、人力资源培训方面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城

市服务水平。 

 

 

结语 

 

非洲城市化不是新的现象，但是，非洲国家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今

天会更加迫切。2011 年年初以来的北非变局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失业率高，

民生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必然会给非洲其他国家敲响警钟。非洲国家将会

比以前更加重视民生问题，比如努力改善贫民窟居民的处境。中国可以利用资金、

技术方面的优势，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同非洲国家交流城市化的经验，在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非洲城市化作

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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